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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信息

1.1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1.1.1 联系方式

支持

如果您不能在本指南中找到所需的信息，或如果您有问题或疑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区域 电话 电子邮件

美国、加拿大、中美和南美
地区

电话：+1 800 597 5911

传真：+1 708 409 1619
us.support@brainlab.com

巴西 电话：(0800) 892 1217 brazil.support@brainlab.com

英国 电话：+44 1223 755 333

support@brainlab.com

西班牙 电话：+34 900 649 115

法国和讲法语的地区 电话：+33 800 676 030

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
洲

电话：+49 89 991568 1044

传真：+49 89 991568 811

日本
电话：+81 3 3769 6900

传真：+81 3 3769 6901

预期使用寿命

Brainlab 为 Dose Review 提供为期 10 年的服务。在此期间内，我们将提供软件更新和现场支持
服务。

反馈

尽管经过仔细审查，本手册中仍可能包含错误。

如果您对完善本手册有任何建议，请通过 oncology.manuals@brainlab.com 联系我们。

制造商

Brainlab AG

Olof-Palme-Str. 9

81829 Munich

德国

语言信息

所有 Brainlab 用户指南的原稿均为英文。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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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法律信息

版权所有

本指南包含受到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未经 Brainlab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翻译本指南的任
何部分。

Brainlab 商标

• Brainlab®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iPlan®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非 Brainlab 商标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集成的第三方软件

• 本软件部分基于 Independent JPEG Group 的成果。

• 本产品包含由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http://www.apache.org) 开发的软件。

• 本软件基于 Open JPEG Group 的成果（有关许可信息，请参阅：http://github.com/
uclouvain/openjpeg/blob/master/LICENSE）。

CE 标签

CE 标签表明本 Brainlab 产品符合欧盟委员会指令 93/42/EEC (MDD) 的基本要
求。

根据 MDD 中规定的原则，Dose Review 是一种 CE IIb 类产品。

在美国的销售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本设备必须由医师销售或在医师的指示下销售。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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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符号

1.2.1 本指南中使用的符号

警告

警告以三角形警告符号表示，包含有关与设备使用不当相关的可能伤害、死亡或其它严重后果的安
全关键信息。

注意

注意以圆形注意符号表示，包含与设备的可能问题有关的安全关键信息。此类问题包括设备故障、
设备失效、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坏。

注

注: 注为斜体格式，指出其它有用提示。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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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期用途

可靠性审查

开始患者治疗之前，审查输入系统和从系统输出的所有信息的可靠性。

适应症

RT Elements 是用于放射治疗计划的应用程序，适用于对头部、头颈和颅外病变进行立体定向、适
形、计算机计划的、基于直线加速器的放射治疗。

Dose Review 应用程序作为一个 RT Element，包含用于审核等剂量线、审核 DVH、比较剂量以及
对剂量求和的功能。

预期用户

典型用户为医学专业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放射肿瘤医生、医学物理师或医生。

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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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培训和文档

1.4.1 培训

职责

Dose Review 不能取代适当医疗设备上的详细审核、诊断和治疗软件。其用途为传输和快速审核影
像，而非诊断或治疗。

本系统仅为医务人员提供辅助，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取代医务人员的经验和/或责任。

务必确保获得授权执行治疗计划功能的人员得到关于其所执行功能的正确培训。

用户不得共享他们的登录信息。如果用户名和密码的安全遭到破坏，请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

治疗计划必须先得到具备资质的人员批准，其中所含的信息才能用于放射治疗目的。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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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文档

预期受众

Dose Review 的目标用户是特定的医学专业人员（医生、医务人员、护士等），他们应当充分了解
医学物理和医学影像领域的英语技术词汇，以便于适当了解 Dose Review 用户界面。

软件应由医学专业人员使用。由于大多数科学文献以英文撰写，因此需要掌握基本的英语应用能
力。手册提供了标准语言版本，并说明了软件的预期受众（医学专业人员、医生、放射肿瘤医生和
物理师）。

阅读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说明了复杂的医疗软件，必须给予谨慎使用。

系统、器械和软件的所有用户务必：

• 在操作设备之前，认真阅读用户指南

• 随时查阅用户指南

可用的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内容

软件用户指南 详细的软件说明

培训和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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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要求

软件

软件 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7 Ultimate（64 位）

Windows 2008 Server（64 位）

Windows 8.1

如需关于服务包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专家。

不得将 Dose Review 安装在不满足建议硬件要求的系统上。

在系统验收后，将会创建 Dose Review 的安装备份。在获得软件许可的工作台以外的工作台上，
不能运行此备份。

更新

Brainlab 建议根据医院 IT 管理规定，使用修复补丁来更新操作系统。Brainlab 预期不会出现与
修复补丁安装相关的任何问题。如果遇到任何问题，请通知 Brainlab 支持人员。

对操作系统（修复补丁）或第三方软件进行更新时，应在临床工作时段之外的测试环境中进行，以
验证 Brainlab 系统正常工作。Brainlab 会持续监控发布的 Windows 修复补丁，并将掌握某些更
新是否会出现问题。如果遇到关于操作系统修复补丁的任何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病毒扫描程序

如果系统连接到局域网 (LAN)，Brainlab 建议安装某个恶意软件防护软件（如病毒扫描程序），
并使其定义文件保持最新。请注意，恶意软件防护软件设置可能会影响系统性能，如在监控每次文
件访问的情况下，患者数据加载和保存速度可能会变慢。因此，Brainlab 建议禁用实时扫描，并
在非临床时间执行病毒扫描。

如果您定义自己的恶意软件防护措施，Brainlab 建议事后重新验证系统（请参阅第 44 页）。

硬件

建议的硬件要求：

硬件 要求

处理器
2 x 6 物理内核，Intel Xeon（Ivy-Bridge 微
架构或更新版本），2.6 GHz

内存 32 GB

图形卡
DirectX 11 兼容工作台图形卡，至少 1 GB 内
存

屏幕分辨率 1,920 x 1,200

网络连接 1 Gbit/s

硬盘驱动器 RAID5 卷，带有 1 TB 硬盘空间

最低硬件要求：

硬件 要求

处理器
4 个物理内核，Intel Xeon（Nehalem 微架构或
更新版本）或 Intel Core i7（Nehalem 微架构
或更新版本），2.6 GHz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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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要求

内存 8 GB

图形卡 DirectX 11 兼容图形卡，至少 512 MB 内存

屏幕分辨率 1,280 x 1,024

网络连接 100 Mbit/s

硬盘驱动器 250 GB 硬盘空间

计算机硬件预期用于医院环境中。医院必须遵守一般的规范和标准，如 IEC 60601-1、IEC
60950。即，只有符合适用标准的部件，才能在医院环境中使用。

对工作台硬件的变动不受 Brainlab 的控制。您必须遵守相应的当地法规。

安装其它软件

Brainlab 不允许在安装了第三方医疗软件的平台上，再安装 Brainlab RT Elements。其原因是：
不能排除 Brainlab RT Elements 与第三方软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中，用户应
当负责提供和确定适当的平台，确保满足 Brainlab RT Elements 的既定安装要求。

Brainlab 建议不要在平台上安装第三方软件，因为第三方软件可能影响 RT Elements 的性能。用
户应当负责验证 RT Elements 未受到任何第三方软件安装或第三方软件更新的影响，为此应遵循
本用户指南中提供的软件重新验证说明。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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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1.6.1 Brainlab 医疗软件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Dose Review 与以下 Brainlab 医疗软件兼容：

Brainlab 医疗软件 备注

Content Manager 2.0

Patient Browser 4.0

Dicom Viewer 2.0

（有时统称为 Patient Data Manager 2.0）

患者数据管理软件

iPlan RT 4.5.x

iPlan RT Dose 4.1.x
治疗计划系统

Image Fusion 1.0 Brainlab Element

Brain Metastases 1.0 Brainlab Element

其它 Brainlab 软件

在本用户指南发布后，可能会提供其它的兼容 Brainlab 软件。如果您对软件与 Dose Review 的
兼容性存有疑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如果您当前正在运行的软件版本不是以上指明的版本，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获得有关兼容性
的说明。

只有 Brainlab 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才能安装在系统上并在系统上使用。

远程帮助

根据用户要求，可为 Dose Review 工作台配备远程访问 Brainlab 支持人员的功能。目前提供的
Brainlab 远程服务带有 iHelp® 6.1 (Axeda)。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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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非 Brainlab 医疗软件

一般信息

Brainlab 建议仅使用交换配准的系统，如有关 Multimodality Registration for Radiation
Oncology 的 Integrating the Healthcare Enterprise - Radiation Oncology (IHE-RO)
(http://www.ihe.net/Radiation_Oncology/) 数据资料所建议。本文档中提供的定义是由一组临
床医生和供应商所确定，解决了临床工作流程问题以及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

DICOM 符合性

有关 DICOM 符合性声明的信息，请参见 https://www.brainlab.com/dicom/。

DICOM 本身不能保证互操作性。但是，符合性声明促进了对支持相同 DICOM 功能的不同应用程序
之间互操作性的一级验证。用户应结合 DICOM 标准来阅读和理解符合性声明。

根据 IEC 62266“DICOM 在放射治疗中的应用指南”第 11 章“用户注意事项”：“[..] 肿瘤放
射治疗设备的购买者必须确认其设备实际上能够与其它设备通讯，而且能够使用 DICOM 协议与定
义成功进行信息传送”。

第三方 DICOM 接口

由于存在多种 DICOM 标准，可能无法完全载入由第三方治疗计划软件创建的某些计划。

验证由 Brainlab 应用程序导入的所有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其原因是对 DICOM 标准的不同解
读可能导致由 DICOM 协议所传输数据的显示存在差异。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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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审核患者剂量
2.1 Dose Review

一般信息

通过 Dose Review，您可审核从 iPlan RT、Brain Metastases 或第三方治疗计划软件导出的放射
外科剂量计划信息。

批准

在 Dose Review Element 中，不能操作计划的批准状态。

所有治疗计划必须先得到具备资质的人员批准，其中所含的信息才能用于放射治疗目的。

安全注意事项

您有责任建立适合检测治疗计划和治疗递送系统的错误、限制或不准确问题的全面质量保证计划。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治疗计划系统用户说明（如技术参考指南、用于 iPlan RT 的
Brainlab 物理学技术）中的质量保证章节。

如果您希望使用 Dose Review 来审核您的治疗计划，确保已将剂量作为一个总体物理计划剂量导
出。

在 Dose Review Element 的所显示剂量中，可能探测不到治疗计划的某些属性（如剂量算法未显
示在 Dose Review 中）。

确保在整个审核流程中，您始终处理正确的患者数据集。

Dose Review 所支持的 DICOM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说明

RTPLAN
包含从治疗计划软件导出的部分治疗计划（如对
象和剂量）的参照

RTSTRUCT
包含根据自治疗计划软件导出的治疗计划所创建
的对象

RTDOSE 包含剂量信息

REG
包含融合（使用 Brainlab Image Fusion 等所
创建）

CT、MR、PT 影像数据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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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导出正交影像系列上的 RT Structure Set。

软件支持使用 DICOM RT 导出的计划数据，不支持 Brainlab 自有的文件格式 xBrain。

导入后，验证轮廓与影像正确对齐。

在通常情况下，可能存在 RT Elements 无法加载的更多或其它患者数据。这可能是其它计划步骤
或来自第三方系统的数据等原因所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将会得到通知，并非所有的可用数
据都能导入。然后，软件将会建议用户认真审核所导入患者数据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加载从第三方系统导出的治疗计划

要将剂量体积加载到 Dose Review，必须在 DICOM 中满足以下条件：

条件 DICOM 术语方面的技术细节

要加载的剂量体积必须代表单一放射治疗计划的
总体剂量。

剂量求和类型必须为 PLAN。

对于为 2 个或更多 RTPlan (MULTI_PLAN) 所计
算的剂量，以及不代表完整计划（FRACTION、
BEAM、CONTROL_POINT）的剂量，均被拒绝。

BRACHY 类型被拒绝。

剂量必须表示为灰度单位。 剂量单位必须为 GY，而非 RELATIVE。

只能加载物理剂量（非有效剂量）。
剂量类型必须为 PHYSICAL，而非 EFFECTIVE 或
ERROR。

与剂量相关的影像数据必须存在。
影像系列必须存在，且位于相同坐标系统（参照
框）或能够通过与剂量一并导出的 RTSTRUCT/
RTPLAN 实例进行追溯。

相关的影像必须属于模态 CT、MR 或 PT。
目前不支持的影像模态包括 NM（核医学）、XA
（X 线血管造影）和 RTIMAGE（放射治疗影
像）。

无单点。
不支持通过 DICOM RT Structure Set 导入单
点，如 MARKER、ISOCENTER 和 REGISTRATION。

不支持导入在 DICOM RT Structure Set 中所定义的配准。在此情况下，当导入完成后，软件将通
知用户验证结构与影像是否正确对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DICOM 符合性声明。

由于 DICOM 标准不提供验证方法，来确认在导入 Brainlab 系统前 DICOM 文件的完好性是否已破
坏，因此建议用户仅使用通过网络的 DICOM 传输。这样可确保在数据交换过程中，数据不会被轻
易篡改。如果将 DICOM 数据作为文件写入任何存储媒介，建议如同任何书写或打印的患者记录一
样谨慎对待这些信息，以避免任何篡改。

除 RTPlan 关系为“CONCURRENT”的情况外，不能同时导入多个 RTPLAN 实例。所有其它的计划组
合将被拒绝，导入将会中止。

Dos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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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打开剂量计划

如何加载剂量计划

步骤

1.

在 Content Manager 中，选择 Dose Review 工作流程。Patient Browser 随即显示出
来。

2.

选择包含从 iPlan RT 中导出的剂量计划的患者数据集。

3.

随即将会显示适用于所选工作流程的 Brainlab Elements（在此情况下，仅 Dose Re‐
view）。

选择 Dose Review。

4.

如果此患者有一个以上的治疗计划，则会显示一个计划列表。

单击一个计划进行加载。

注: 若展开计划，可显示更多信息，如所选计划的批准状态、不均匀性校正信息、PTV 和
OAR 的数量，以及可用影像集的模态。
 

5. 应用程序启动，同时打开 CT 影像集。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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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通知

选项

单击信息按钮，以查看适用于所选计划的通知列表。

注: 在您阅读信息/警告之前，i 图标一直为橘黄色。如果存在至少一个警告，则还会显
示导入状态对话框。用户可接受警告，然后通过单击 i 图标进行查看。
 

如何选择剂量显示

当第一次加载影像集时，直到您选择剂量选项配置文件来设置显示剂量关系后，剂量才会显示出
来。

步骤

1. 单击 Select a Display Option。

2. 从可用的列表中选择剂量选项配置文件。

Dos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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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像查看功能

基本查看选项

选项

要移动切层， 单击此按钮，然后使用鼠标指针拖动切层。

要浏览切层，
单击此按钮，然后拖动鼠标指针向上或向下穿过切层。您
也可使用鼠标滚轮。

要放大或缩小，
单击缩放按钮，然后向上/向下拖动鼠标指针。

要重置缩放，在影像视图之一中双击鼠标。

要旋转 3D 视图
（如可用）

在 3D 视图中单击鼠标，然后拖动鼠标指针。

如何更改切层加窗设置

您可更改加窗设置来调整影像中的 HU/灰度分布，以改善可见性或结构对比度。

选项

要更改基本加窗设置，单击此按钮：

单击其中一个切层，按住鼠标键，然后拖动鼠标指针以调整加窗直方图：

• 向上（下）拖动，以增加（减少）HU/灰度值。

• 向右（左）拖动，以增加（减少）HU/灰度值窗宽。

可用的影像布局

选项

除了 ACS（轴向、冠状和矢状）视图外，还提供 DVH 窗
口（请参见第 31 页）。

除了 ACS 视图外，提供可旋转的影像。

除了 ACS 视图外，提供大视图。单击 ACS 视图，以更改
大视图的显示方位。

除了 ACS 视图外，提供 3 x 3 视图。单击 ACS 视图，
以更改 3 x 3 视图的显示方位。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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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视图

查看 iPlan RT Dose 分布

您可查看带有剂量计划信息的导出影像集（从 iPlan RT 或其它治疗计划软件），使您可审核相对
于任何对象（如 OAR 和 PTV）的剂量分布。

图 1 

视图选项 说明

剂量关闭 仅查看对象和影像数据。

剂量分布 查看完整的剂量分布。

剂量分析
查看带有热点和冷点的剂量过量和剂量不足的区域，是否存在定义为 OAR 或
PTV 的任何结构。

如何更改影像集和显示

步骤

1. 单击此图标显示数据菜单。

视图

20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Dose Review 版本 1.0



步骤

2.

为每个影像集所提供的信息包括

• 模态

• 切层距离（最大）

• 切层数量

• 简短备注

• 模态和方位

• 日期和时间

3.
• 单击来自 Images 下方的患者文件夹中可用的影像集之一，以更改影像集。

• 单击 Layouts 下方的屏幕布局选项，以更改屏幕布局。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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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查看影像集和对象

查看带有定义结构的影像

当您加载从计划系统（如 iPlan RT）中导出的影像集时，若是带有解剖结构（对象），则这些结
构会以彩色显示。

图 2 

如何查看/隐藏对象

步骤

1. 激活 Object List 的开关，以查看全部对象。

2.

要查看/隐藏对象，激活/禁用对象旁边的眼睛图标 ①。您也可在数据菜单中激活/禁用对

象，执行查看/隐藏操作。

单击对象的名称，以使对象在影像视图内居中。

①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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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对象的体积

选项

单击此图标显示数据菜单。

• 对象类型（OAR、PTV、无、组织）

• 体积

默认情况下，类型为 OAR 或 PTV 的所有对象均可见。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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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查看剂量分布

分布视图

当您选择 Dose Distribution 视图时，所计划的剂量分布显示为等剂量线和剂量冲洗（请参见第
20）。等剂量线为自适应性：当您放大影像时，细节的数量会发生变化，具体取决于影像的可用显
示空间。剂量冲洗也是自适应性：当您放大影像时，颜色会变得更加透明，允许您清楚地观察基础
结构。

不得将剂量显示用作选择治疗计划的唯一标准。可采用其它标准，如 DVH。

图 3 

如何调整等剂量线

视图右下方的图例显示当前显示的等剂量线，表示为百分比。要查看百分比的绝对剂量值，将鼠标
指针悬置于图例上。绝对剂量显示为工具提示。

等剂量线的数量为自适应性：它会根据视图的缩放水平而相应调整。当您放大时，则会显示更多等
剂量线。

在此显示中，对应于剂量选项配置文件中的值显示等剂量线，并显示您可更改的高亮显示值。

步骤

要定义用于显示的特定等剂量线，在 Highlight 下输入相应的值。

注: 双击图例的左上角，将显示设置为绝对剂量。这将应用于影像布局和 DVH 显示。
 

注: 双击图例中的一条线，将其隐藏。再次双击，可再次显示该线。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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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亮显示剂量冲洗

剂量冲洗也随影像比例而自适应。当您放大时，则会显示更多的颜色，并且剂量冲洗会变得更加透
明。

步骤

要高亮显示对应于特定剂量值的剂量冲洗，将光标悬置于图例 ① 中的该值。

①

注: 按住 shift 键，将光标悬置于剂量线上，以高亮显示该线的剂量冲洗。
 

如何更改剂量选项配置文件和归一化值

图 4 

选项

您可在 Select a Display Option 区域中单击，并从可用的项中进行选择，以更改剂量选项配置
文件。

根据剂量选项配置文件，您可在 With 下更改计划的归一化值。

安装 Dose Review 时，随附有以下剂量选项配置演示文件：

• Cranial 80% V80 (Demo)

• SRS Absolute risk:6, 8, 10 (Demo)

• Extracranial V95 (Demo)

• SRT V95 (Demo)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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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nial 3fx 80% = Def.30Gy (Demo)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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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查看剂量分析

分析视图

通过 Dose Analysis 视图，您可聚焦于计划中的危险区域。该视图可强调 PTV 中的剂量不足、
PTV 中的热点、PTV 以外正常组织（也称为“其它”组织）中的剂量过量，以及危及器官 (OAR)
中的高剂量区域。

分析 PTV

PTV 总是显示为蓝绿色。

④

⑥

①

②
⑤

③

编号 说明

① 正常组织中的剂量显示为橘黄色。对于设置的水平（取决于剂量选项配置文件）和可定义
的 Highlight 值，将会显示等剂量线。

② PTV 内的剂量过量以粉红色高亮显示。

③ 剂量根据图例显示。（对于从处方至 PTV 内定义为剂量过量的剂量，将没有颜色）。

④ PTV 内的剂量不足以蓝绿色高亮显示。

⑤ PTV 内的标记点显示最低剂量。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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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⑥ PTV 内的标记点显示最高剂量。

不得混淆对象（PTV 显示为蓝绿色）和等剂量线颜色编码。所显示的等剂量线比对象更细。

分析 OAR

所有不是 PTV 的对象（OAR 及其它没有类型信息的对象）始终显示为蓝色。

②

①

编号 说明

① 每个 OAR 内的标记点显示最高剂量。

② 任何属于 OAR 范围内的剂量以蓝色剂量冲洗高亮显示。剂量水平越高，颜色则越不透明。

注: 在 PTV 对象内，不显示 OAR 信息。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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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执行测量

如何测量某个点的剂量

步骤

要测量图像内的单点剂量，选择 Measure 下的 Point，然后单击影像内的目标位置。
某个点便显示出来并带有影像信息。

X、Y、Z 坐标显示在 DICOM 坐标系统中。对于 CT 数据集，将会显示 HU 值。

在剂量分布或分析视图中，点剂量显示为绝对值和相对值。

注: 要删除测量点或距离，在影像显示内右键单击鼠标，或在 Measure 下方激活/禁用功能。
 

使用测量功能，验证感兴趣区周围的剂量。

对于 PET：由于标准摄入值 (SUV) 可能随所用的 PET 影像扫描设备和成像方案而变化，因此使用
之前务必比较所显示的值与直接从影像扫描设备获得的 SUV。

如何测量距离

要测量两点之间的距离：

步骤

1.

单击测量距离按钮：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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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要测量切层内的距离：单击切层中的两个目标点。随即将会显示它们之间的距离：

注: 此外，还会显示终点的点测量结果。
 

3.

要测量不同切层上的两点间距离：

• 单击第一个切层上的目标点。

• 使用鼠标滚轮，滚动至目标切层。

• 单击目标切层上的第二个点。

这也可在不同视图中实现。

注: 终点在目标切层上显示为十字线，在中间切层上显示为点。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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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一般信息

治疗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使用特定剂量治疗高百分比的肿瘤体积，同时尽可能确保正常组织接受的剂
量最低。此比率可设定一个优化程度评估的良好标准，可从剂量体积直方图显示中直接计算得出，
即通过所需剂量能成功覆盖高比例的肿瘤所在垂直位置读出正常组织接受的剂量百分比。

在 ACS + DVH 布局中，将会显示每个对象的剂量体积直方图。视图显示的是累积直方图，其中您
可观察有多少体积接受了所选剂量。

在 Dose Review 中所显示的 DVH 并非从 DICOM 中导入，但可根据当前显示的剂量计算得出。这
样可能导致：在 Dose Review 和用于创建计划的治疗计划系统中所显示的值之间存在差异（如适
形指数、最小/最大/平均值）。

查看剂量体积直方图

视图选项 说明

在 Layouts 菜单中单击 ACS + DVH 按钮，打开一个屏幕，其中显示当前全部
所选对象的剂量体积直方图。

图 5 

不得将 DVH 图用作选择治疗计划的唯一标准。可采用其它标准，如剂量显示。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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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详细信息

您可将鼠标悬置于 DVH 上，查看每个体积的精确剂量值。

①

②

图 6 

编号 说明

① Y 轴：对象的体积 (%)。

单击轴的末端，拖动来更改 Volume 标度。

② X 轴：该体积接受的剂量（相对 [%] 或绝对 [戈瑞]）。

单击轴的末端，拖动来更改 Dose 标度。

注: 双击剂量图例，以在绝对剂量和相对剂量之间切换。
 

如何查看对象的 DVH

步骤

要查看单个对象的 DVH 图形，从数据菜单的 Objects 列表中选择该对象。

DVH 功能

DVH 图形显示：

• 对象的最小和最大剂量。

• 所选对象接受的平均剂量。

• 剂量矩阵网格大小：所导入剂量文件的分辨率。

• 体素网格大小：在 DVH 生成过程中，用于结构离散化的分辨率。

• CI：反转派迪克适形指数（见下文）。CI 取决于所定义的归一化值（如 80 戈瑞时的 CI）。

• DVH 曲线 Tissue 对应于数据菜单 Objects 列表中的结构类型 Tissue。

• 如果未从数据菜单的 Objects 列表中选择结构，则会显示设置为可见的所有结构。即使结构未
设置为可见，也会显示 DVH 曲线 Tissue。

• 如果启用了 CI 显示，每个 PTV 均伴有一条额外的蓝线，称为 NT 图形（正常组织图形）。此
曲线对应于围绕 PTV 的虚拟环形结构，可用于计算 CI。其百分比体积根据 PTV 体积进行归一
化，并与 PTV 体积一并显示为 NT。

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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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剂量百分比 < 4%，显示将会切换为立方厘米：

图 7 

反转派迪克适形指数 (CI)

适形指数表示剂量分布的体积与目标体积大小和形状的匹配程度，同时考虑到正常组织注意事项。

CI 说明治疗的适形程度。这意味着，相较于肿瘤体积，大致有多少组织接受处方剂量照射。

• 在理想情况下，值为 1。

• 值越大，治疗的适形程度越低。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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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审核包含融合数据集的剂量

一般信息

大多数计划系统导出剂量时，仅包含 CT 数据集。为了查看融合数据集的剂量（如 MR 或 PET），
可能需要使用 Image Fusion 元素来融合数据集。这些融合的数据集可在视图和布局菜单中调用，
以便于审核。

审核包含融合数据集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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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剂量比较

如何加载计划进行比较

如果患者文件夹包含一个以上的剂量计划，您可加载其它计划的剂量，与您的参照计划进行比较。

通过剂量比较，您可完成如下等操作：

• 比较使用不同计划系统创建的治疗计划的剂量分布。

• 比较在相同计划系统中创建、但使用不同治疗模态（如混合弧计划相较于适形射束计划）的治疗
计划的剂量分布。

如果所加载的剂量用于比较或求和，剂量必须位于相同的数据集中，或位于融合至参照计划影像集
的数据集中。

当添加剂量用于比较或求和时，归一化集适用于两种剂量：参照剂量以及为求和或比较而添加的剂
量。

在参照计划以及为求和或比较而添加的剂量之间，剂量网格大小可能不同。

步骤

1. 单击此图标显示数据菜单。

2.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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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Dose Plans 旁边的加号 (+) 按钮。

在列表中将会显示适用的计划。

为了识别剂量计划，软件提供了以下信息：

• 治疗计划系统

• 日期和时间

• 计划识别信息

4.

在 Load Doses from Other Plans 下方的列表中，单击一个计划，将其添加
至 Dose Review 中所含的剂量计划中。

①

5.
要进行剂量比较，单击按钮 ①。

注: 您也可单击计划的 Dose 图标，以启用剂量比较。
 

如何比较计划

您可同时比较所加载的参照计划与另一个计划。

• 参照计划图标会变成灰色。

• 加载用于比较的剂量计划用蓝色边框指示，还带有眼睛符号表示可见性。

步骤

1. 在数据菜单中的 Dose Plans 下方，单击要用于比较参照计划的计划，将其选中。

2. 单击 Dose Plans 旁边的剂量比较按钮。

剂量比较

36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Dose Review 版本 1.0



步骤

3.

在 Layouts 下方，单击：

• Side by Side，以便一并显示剂量计划。

• ACS + DVH，以便根据每个计划显示影像集对象的 DVH。

注: 在剂量比较与求和模式中，对象列表仅包含参照计划的对象。若对象来自为比较或求和而添加
的剂量计划，则列表中不会显示这些对象。
 

并排比较计划

当您选择并排比较剂量计划时，参照计划会显示在第二个计划上方。每个计划以自身的名称进行标
记。

您可使用 Dose Distribution 和 Dose Analysis 视图检查计划，如第 20 页中所述。

图 8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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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检查框比较计划

检查框可用于 ACS 中，有 1 x 1 和 3 x 3 视图。它将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覆盖到另一个计划上，
这样便可比较剂量分布和分析。

①

②

图 9 

编号 说明

①
检查框窗口，标记以字母 B，用于识别覆盖计划。

• 单击窗口的边缘，拖动可更改大小。

• 在窗口内单击，拖动可移动窗口。

② 计划，带有标识字母 A 和 B。

注: 当在 Dose Analysis 视图中使用检查框时，在 PTV 和 OAR 中会显示最小和最大点，但不显
示任何值。
 

剂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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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DVH

当您选择 ACS + DVH 布局时，两个计划都会显示相应的 DVH，分别为实线 ① 和虚线 ②。您可在

数据菜单中选择要显示 DVH 的对象。

①

②

③

图 10 

编号 说明

① 计划 A 的 DVH（实线）

② 计划 B 的 DVH（虚线）

③ 所选对象的最小/平均/最大剂量

如何从 Dose Review 中删除计划

要卸载计划：

步骤

1.

单击 Dose Plans 旁边的减号 (-) 按钮。

在列表中将会显示适用的计划。

2. 单击计划，将其从 Dose Review 中删除。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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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剂量求和

一般信息

如果患者文件夹包含一个以上的剂量计划，您可加载其它计划的剂量，与您的参照计划进行求和。

通过剂量求和，您可完成如下等操作：

• 查看已照射剂量的剂量总和。

• 对于多发性转移瘤患者，可对剂量计划进行求和，以获得总体的剂量分布。

如果所加载的剂量用于比较或求和，剂量必须位于相同的数据集中，或位于融合至参照计划影像集
的数据集中。

当添加剂量用于比较或求和时，归一化集适用于两种剂量：参照剂量以及为求和或比较而添加的剂
量。

如何加载计划进行求和

在参照计划以及为求和或比较而添加的剂量之间，剂量网格大小可能不同。

仅支持剂量类型 PHYSICAL 和剂量求和类型 PLAN。

步骤

1. 单击此图标显示数据菜单。

2.

剂量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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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Dose Plans 旁边的加号 (+) 按钮。

在列表中将会显示适用的计划。

为了识别剂量计划，软件提供了以下信息：

• 治疗计划系统

• 日期和时间

• 计划识别信息

4.

在 Load Doses from Other Plans 下方的列表中，单击一个计划，将其添加
至 Dose Review 中所含的剂量计划中。

①

5.
要进行剂量求和，单击按钮 ①。

在剂量视图中，现在显示来自两个计划的剂量叠加结果。

注: 在剂量比较与求和模式中，对象列表仅包含参照计划的对象。若对象来自为比较或求和而添加
的剂量计划，则列表中不会列出这些对象。
 

DVH 求和

在剂量求和模式中选择 ACS + DVH 布局时，DVH 将会显示参照计划和所添加剂量计划的累积剂
量。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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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创建剂量选项配置文件

一般信息

您可定义自己的剂量选项配置文件。

仅当软件重新启动后，对剂量选项配置文件的更改才会生效。

如何创建剂量选项配置文件

步骤

1.
转到 Dose Review 的安装目录。

这通常为：F:\BrainLAB\Appls\DoseReview\res

2.

复制其中一个可用的 DoseOption.xml 文件。

• 剂量选项配置文件名的语法是 DoseOption*.xml。
• 不得在文件名中使用特殊字符。

• 对于可创建的剂量选项配置文件数量，软件没有限制。

3.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文件（如 Windows Notepad（记事本）或 Notepad++）。

4. 您可在下表中配置变量。

变量 说明

nameLine1

定义配置文件名（第一行）。

注: 这显示在 Dose Review 中。请注意可能与剂
量选项配置文件中其它值相互矛盾的命名。
 

强制值

nameLine2

定义配置文件名（第二行）。

注: 这显示在 Dose Review 中。请注意可能与剂
量选项配置文件中其它值相互矛盾的命名。
 

强制值

defaultPrescriptionValue
为处方剂量的归一化定义绝对剂量值，单位为戈
瑞。此值将覆盖所加载的归一化剂量，并且若指
定，则不能在 Dose Review 中更改。

可选值

prescriptionPercentage
为处方剂量的归一化定义百分比。如果未指定此
值，则仅能执行绝对剂量评估。

可选值

defaultHighlightValue
对于 Dose Review 中 Dose 菜单的自由高亮区，
定义一个默认值，单位为戈瑞。

强制值

showHalfPrescription

True：在剂量显示中启用半处方值（仅适用于

PTV 和正常组织）。

False：禁用该值。

可选值

默认值：False

创建剂量选项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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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show100Percent

True：在剂量显示中启用 100% 等剂量（常规剂

量显示中的橘黄色线）。

False：禁用等剂量。

可选值

默认值：False

maxLimitPercentage
定义相对最大剂量限值。

可选值

默认值： 107.0

showMaxLimit

True：启用由 maxLimitPercentage 设置的最

大剂量限值（常规剂量显示中的红线）。

False：禁用最大剂量限值。

可选值

默认值：True

showAbsDose

定义最初显示绝对 (True) 剂量值还是相对

(False) 剂量值。（您仍可双击剂量图例，在绝

对和相对剂量值之间切换。）

注: 如果未定义 prescriptionPercentage，
则仅能显示绝对剂量值。
 

True：启用在绝对和相对剂量显示间的切换。

False：禁用切换。

可选值

默认值：False

在 <CriticalDose> 中的 doseGy
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关键剂量线。这仅适用于
OAR 显示（单位为戈瑞）。

可选值（整个部分）

最多：3 个值

showCI
定义是否在 DVH 中显示适形指数 (CI)

可选值

默认值：True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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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软件重新验证

一般信息

这是在对您的系统进行轻微更改后建议的系统重新验证测试，包括：

• 操作系统修复补丁

• 安装病毒扫描程序

• 第三方软件安装

对于重大的操作系统更改（新操作系统、新 SP 等），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如何执行软件重新验证

要执行此程序，应当至少有一个 DICOM 患者（考虑第 16 页中说明的加载条件）。

步骤

1. 启动 Dose Review 元素，检查是否有一个或多个治疗计划适用于审核。

2. 加载其中一个适用的计划。

3. 选择一个剂量选项配置文件进行剂量显示配置。

4. 检查剂量分布视图和剂量分析视图中所显示的剂量。

5. 检查 ACS 和 DVH 视图。

6. 检查 ACS 和 3D 视图。

7. 检查确保您能够缩放、移动、滚动和执行加窗设置。

8. 单击 Done 来退出 Dose Review。重新验证完成。

软件重新验证

44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1 Dose Review 版本 1.0



2.10 消息

导入通知

在 DICOM 导入过程中，可能出现以下通知。下表中包含了根据 DICOM 消息类型而列出的信息和警
告。在导入过程中出现问题时，请阅读这些消息，决定是否要进行审核。在 Dose Review Element
中的信息按钮后面，可找到任何已接受的警告。

一般信息

xBrain data xxxx is not loaded.（未加载 xBrain 数据 xxxx。）

DICOM message cannot be processed by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当前版本
的应用程序不能处理 DICOM 消息。）

Patient Name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too long (>64 characters).In case of
DICOM export the Patient Name will be shortened accordingly.（DICOM 消息中指定的患者姓
名过长 [> 64 个字符]。在执行 DICOM 导出时，患者姓名将会相应缩短。）

Alphabetic Patient Name in the DICOM message has more name components than
allowed.Only the first five are imported, other components are ignored.（DICOM 消息中
的患者姓名的字母组成部分超出允许范围。仅会导入前五个，其它部分将被忽略。）

It is not possible to identify patient information in DICOM file as Patient's Name and
Patient ID are not defined.This file is skipped.（不能在 DICOM 文件中识别患者信息，因
为患者的姓名和患者 ID 未经定义。此文件被跳过。）

Patient ID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too long (>64 characters).In case of
DICOM export the Patient ID will be shortened accordingly.（DICOM 消息中指定的患者 ID
过长 [> 64 个字符]。在执行 DICOM 导出时，患者 ID 将会相应缩短。）

DICOM RTPlan

The RTPlan Label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not present.As this attribute is
required a default value is set and the import continues.（未出现在 DICOM 消息中指定的
RTPLAN 标签。因为此属性必需要设置默认值，然后导入继续。）

The RTPlan Label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too long (>16 characters).The
RTPlan Label will be shortened accordingly.（DICOM 消息中指定的 RTPlan 标签过长 [> 16
个字符]。RTPlan 标签将会相应缩短。）

The RTPlan Name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too long (>64 characters).In case of
DICOM export the RTPlan Name will be shortened accordingly.（DICOM 消息中指定的 RTPlan
名称过长 [> 64 个字符]。在执行 DICOM 导出时，RTPlan 名称将会相应缩短。）

The DICOM RTPlan uses an undefined Plan Geometry.No RTPlan information is imported.
（DICOM RTPlan 使用未定义的计划几何结构。未导入 RTPlan 信息。）

The DICOM RTPlan uses Plan Geometry TREATMENT_DEVICE.The application only supports
Plan Geometry PATIENT.No RTPlan information is imported.（DICOM RTPlan 使用计划几何结
构 TREATMENT_DEVICE。应用程序仅支持计划几何结构 PATIENT。未导入 RTPlan 信息。）

The DICOM RTPlan uses Plan Geometry PATIENT but neither the required reference to a
DICOM RT Structure Set nor a reference to a coordinate system is present.（DICOM
RTPlan 使用计划几何结构 PATIENT，但既不存在对 DICOM RT Structure Set 的必需参照，也不
存在对坐标系统的参照。）

The DICOM RTPlan uses Plan Geometry PATIENT but the required reference to a DICOM RT
Structure Set reference is not present.The coordinate system might not be properly
defined（DICOM RTPLAN 使用计划几何结构 PATIENT，但不存在对 DICOM RT 结构集的必需参照。
坐标系统可能未正确定义）

The DICOM RTPlan uses Plan Geometry PATIENT but the referenced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found.（DICOM RTPlan 使用计划几何结构 PATIENT，但找不到所参照的 DICOM RT
Structure Set。）

The Plan Intent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not defined.The import of the RTPlan
will proceed.（未定义在 DICOM 消息中指定的计划目的。RTPlan 的导入将会继续。）

The RTPlan Date is not well-defined in the RTPLAN message.The import of the RTPlan
will proceed.（在 RTPlan 消息中未正确定义 RTPlan 日期。RTPlan 的导入将会继续。）

The RTPlan Time is not well-defined in the RTPLAN message.The import of the RTPlan
will proceed.（在 RTPlan 消息中未正确定义 RTPlan 时间。RTPlan 的导入将会继续。）

No DICOM RTPlan information found.The import will proceed.（找不到 DICOM RTPlan 信息。
导入将会继续。）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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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defined error occurred during import, as no internal Treatment Plan can be found.
（导入过程中出现未定义的错误，因为找不到内部治疗计划。）

It is not possible to create a valid patient model as no treatment orientation is
defined in the DICOM RTPlan.（不能创建有效的患者模型，因为在 DICOM RTPlan 中未定义治疗
方位。）

The DICOM RTPlan cannot be imported as only head-first treatment orientation is
supported.（不能导入 DICOM RTPlan，因为仅支持头先进治疗方位。）

The DICOM RTPla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head-feet orientation is undefined.（不能导
入 DICOM RTPlan，因为未定义头足方位。）

The DICOM RTPla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treatment orientation is undefined.（不能导
入 DICOM RTPlan，因为未定义治疗方位。）

The DICOM RTPlan cannot be imported due to an undefined head-feet-orientation: xxxx.
（不能导入 DICOM RTPlan，因为未定义的头足方位：xxxx。）

Beam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Primary Dosimeter Unit for beam xxxx is not
MU.（不能导入射束信息，因为射束 xxxx 的主要测定仪单位不是 MU。）

Beam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Treatment Delivery Type for beam xxxx is
not TREATMENT.（不能导入射束信息，因为射束 xxxx 的治疗递送类型不是 TREATMENT。）

Beam xxxx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a setup beam.（未导入射束 xxxx，因为它是一种摆位射

束。）

Different patient setup positions are not supported.RTPlan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不支持不同的患者摆位位置。不能导入 RTPlan 信息。）

Patient Setup Positions not present.RTPlan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不存在患者
摆位位置。不能导入 RTPlan 信息。）

Prescription import of Referenced Structure Type POINT is not supported.（不支持对所参
照的结构类型 POINT 执行处方导入。）

Prescription for ROI xxxx is defined as target prescription, but the referenced ROI is
not a PTV.To prcoeed the type of the ROI is changed to PTV.（对 ROI xxxx 的处方定义为
目标处方，但所参照的 ROI 并非 PTV。要继续，需将 ROI 类型更改为 PTV。）

Prescription for ROI xxxx is defined as OAR, but referenced ROI is not an OAR.To
proceed the type of the ROI is changed to OAR.（对 ROI xxxx 的处方定义为 OAR，但所参照
的 ROI 并非 OAR。要继续，需将 ROI 类型更改为 OAR。）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is skipped as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Target
Prescription Dose for ROI xxxx.（处方信息被跳过，因为不能确定 ROI xxxx 的目标处方剂

量。）

Target Prescription Dose is not present.（不存在目标处方剂量。）

Target Prescription Dose is not well-defined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imported.（未正确
定义目标处方剂量，因此不能导入。）

No contour object for ROI xxxx created.The related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is
imported as a conceptual prescription.（未为 ROI xxxx 创建轮廓对象。相关的处方信息作为
概念处方而导入。）

Import as conceptual prescription not successful, as no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作为概念处方导入不成功，因为没有可用的处方信息。）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for xxxx is not imported as it does not contain a dose value.
（未导入 xxxx 的处方信息，因为其中不包含剂量值。）

RTPlan defining the presciption for ROI xxxx has a Frame of Reference which does not
match to any known image Frame of Reference.（用于定义 ROI xxxx 处方的 RTPlan 有一个参
照框，但该参照框与任何已知影像参照框不匹配。）

Unable to import 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 as the number of fractions has to be a
positive number.（不能导入分次信息，因为分次的数量必须为正值。）

Unable to import prescription/constraint information as these values have to be
positive numbers.（不能导入处方/限制信息，因为这些值必须为正值。）

A constraint value is already present, but because of ambiguity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for ROI is removed.（限制值已经存在，但由于 ROI 的处方信息不确切而被删
除。）

Only one fractionation per prescription is supported at the moment.First 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 will be imported.（目前，每个处方仅支持一个分次。因此将导入第一个分次的信
息。）

No prescription or constraint information is defined.（未定义处方或限制信息。）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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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upported Dose Reference Structure Types combination.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不
支持的剂量参照结构类型组合。跳过此信息。）

Dose Reference Structure Type not well defined.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未正确定义
剂量参照结构类型。跳过此信息。）

Dose Reference Type not well defined.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未正确定义剂量参照类
型。跳过此信息。）

Constraint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Referenced ROI Number is not well-
defined.（不能导入限制信息，因为未正确定义所参照的 ROI 编号。）

Prescription import of Referenced Structure Type POINT is not supported.（不支持对所参
照的结构类型 POINT 执行处方导入。）

xxxx prescription import only supported for Dose Reference Type TARGET.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仅支持为剂量参照类型 TARGET 导入 xxxx 处方。跳过此信息。）

Dose Reference Structure Type xxxx is none of the allowed terms.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剂量参照结构类型 xxxx 不属于所获准的术语之一。跳过此信息。）

No 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 found.（找不到分次信息。）

No brachytherapy plans supported.Skipping 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不支持短程疗法计
划。跳过分次信息。）

Fractionation pattern is not imported as only one dose reference per fractionation is
supported.（未导入分次模式，因为每个分次仅支持一个剂量参照。）

No connection between prescription and 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 found.As there is
only one item for each available, a connection of these items is assumed.（在处方和分
次信息间找不到关联。由于两者分别仅有一个可用的项，因此假定这些项相互关联。）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fractionation and prescription connection.Therefore,
no 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 is imported.（不能确定分次和处方关联。因此，未导入分次信
息。）

It is not possible to update the volume prescription as the information seems to be
corrupted.（不能更新体积处方，因为信息似乎已经损坏。）

Dose Reference Type xxxx is none of the allowed terms.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剂量

参照类型 xxxx 不属于所获准的术语之一。跳过此信息。）

Different Beam Dose Specification Points for one Fraction Group are not
supported.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对于一个分次组，不支持不同的射束剂量规格点。跳过
此信息。）

Only one dose reference per Control Point item is supported.Skipping this information.
（每个控制点项仅支持一个剂量参照。跳过此信息。）

Unable to determine prescription and fractionation connection by Control Point
investigation.Continue by checking a one-one-association.（通过控制点调查，不能确定处
方和分次关联。继续检查一对一关联。）

Target Underdose Volume Fraction is not well-defined.Ignoring this prescription.（未正
确定义目标剂量不足体积分次。忽略此处方。）

Target Underdose Volume Fraction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not specified as percentage.
（未导入目标剂量不足体积分次，因为分次未指定为百分比。）

Constraint Weight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not well-defined.（未导入限制权重，因为未正
确定义权重。）

The Organ At Risk Maximum Dose is not specified.（未指定危及器官的最大剂量。）

Organ At Risk Maximum Dose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not well-defined.（未导入危及器官
的最大剂量，因为未正确定义该剂量。）

The Organ At Risk Overdose Volume Fraction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not specified as
percentage.（未导入危及器官剂量过量体积分次，因为分次未指定为百分比。）

The Organ At Risk Overdose Volume Fraction is not specified.（未指定危及器官的剂量过量
体积分次。）

Organ At Risk Overdose Volume Fraction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not well-defined.（未
导入危及器官的剂量过量体积分次，因为未正确定义该分次。）

The Referenced Dose Reference (xxxx) is not present in this plan.（此计划中不存在所参

照的剂量参照 (xxxx)。）

The Referenced Dose Reference Number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not well-defined.（未导
入所参照的剂量参照编号，因为未正确定义该编号。）

审核患者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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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fraction group reference information
cannot be uniquely identified (Fraction Group Number is not unique).（不能导入分次信
息，因为不能唯一识别分次组参照信息 [分次组编号不唯一]。）

Fractionation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Fraction Group Number is not well-
defined.（不能导入分次信息，因为未正确定义分次组编号。）

The Number Of Fractions Planned is not imported as it is not well-defined.（未导入所计
划的分次数量，因为未正确定义该数量。）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Dose Reference Number is not well-
defined.（不能导入处方信息，因为未正确定义剂量参照编号。）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dose reference information cannot be
uniquely identified.（不能导入处方信息，因为不能唯一识别剂量参照信息。）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is imported as a conceptual prescription as it is missing
coordinates.（处方信息导入为概念处方，因为缺失坐标。）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is imported as conceptual prescription as it contains invalid
Dose Reference Point Coordinates.（处方信息导入为概念处方，因为其中包含无效的剂量参照
点坐标。）

No treatment machine found.（找不到治疗机器。）

More than one treatment machine found.（找到多个治疗机器。）

Unable to convert beams due to unsupported beam type.（由于不支持的射束类型，不能转换
射束。）

Beam could not be created.（不能创建射束。）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plan xxxx does not have cross references to the
other plans.（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计划 xxxx 不具有对其它计划的交叉参照。）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referenced plan cannot be found for plan xxxx.
（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不能为计划 xxxx 找到参照计划。）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Relationship of at least one
plan is not CONCURRENT.（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至少一个计划的 DICOM RTPlan 关系不是
CONCURRENT。）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CONCURRENT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See log
file for details.（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CONCURRENT 一致性检查失败。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日志文件。）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 as the DICOM RTPlan Relationship of plan xxxx is
not CONCURRENT.（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计划 xxxx 的 DICOM RTPlan 关系不是
CONCURRENT。）

The one available RTPlan message contains a Referenced RTPlan with the plan
relationship CONCURRENT.It seems as if only part of a plan is imported.（一个可用的
RTPLAN 消息包含所参照的 RTPLAN，计划关系为 CONCURRENT。似乎仅导入了部分计划。）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plan xxxx does not have cross references to
plan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计划 xxxx 不具有对计划 xxxx 的交叉参照。）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not all values for consistency check for split
plans could be retrieved.（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不能检索到用于拆分计划一致性检查的
所有值。）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Name is missing for a
consistency check.（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在一致性检查中，DICOM RTPlan 名称缺失。）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Intent is missing for a
consistency check for splitted plans.（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在拆分计划的一致性检查
中，DICOM RTPlan 目的缺失。）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DICOM RTPlan Name does not match (xxxx vs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DICOM RTPlan 名称不匹配 [xxxx 与 xxxx]。）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DICOM RTPlan Date does not match (xxxx vs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DICOM RTPlan 日期不匹配 [xxxx 与 xxxx]。）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Time does not match (xxxx vs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DICOM RTPlan 时间不匹配 [xxxx 与 xxxx]。）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Intent does not match (xxxx vs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DICOM RTPlan 目的不匹配 [xxxx 与 xxxx]。）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Geometry does not match (xxxx
vs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DICOM RTPlan 几何结构不匹配 [xxxx 与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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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Referenced RT Structure Set
does not match (xxxx vs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DICOM RTPlan 所参照 RT

Structure Set 不匹配 [xxxx 与 xxxx]。）

Unable to import the selected plans as the DICOM RTPlan Patient Position does not
match (xxxx vs xxxx).（不能导入所选的计划，因为 DICOM RTPlan 患者位置不匹配 [xxxx 与

xxxx]。）

DICOM RTPlan treatment machine parameters do not match internal treatment machines.
（DICOM RTPlan 治疗机器参数不匹配内部治疗机器。）

The type of the object was changed.（对象的类型已改变。）

Non-IMRT beam with more than one PTV.（非 IMRT 射束具有多个 PTV。）

No Linac Isocenter Data Proxy found.（找不到直线加速器等中心数据代理。）

No Machine Profile defined.（未定义机器数据资料。）

Unhandled exception while creating LinacIsocenterComponent.（创建
LinacIsocenterComponent 时发生未处理的异常。）

RTPlan has a Frame of Reference which does not match to any known image Frame of
Reference.（RTPlan 具有一个参照框，该参照框与任何已知影像参照框不匹配。）

Attribute 'Cumulative Meterset Weight' is missing.（属性“Cumulative Meterset Weight”
缺失。）

Attribute 'Nominal Beam Energy' is missing.（属性“Nominal Beam Energy”缺失。）

Attribute 'Dose Rate Set' is missing.（属性“Dose Rate Set”缺失。）

Attribute 'Gantry Angle' is missing.（属性“Gantry Angle”缺失。）

Attribute 'Beam Limiting Device Angle' is missing（属性“Beam Limiting Device Angle”
缺失）

Attribute 'Patient Support Angle' is missing（属性“Patient Support Angle”缺失）

Attribute 'Table Top Eccentric Angle' is missing（属性“Table Top Eccentric Angle”缺
失）

Attribute 'Table Top Pitch Angle' is missing（属性“Table Top Pitch Angle”缺失）

Attribute 'Table Top Roll Angle' is missing（属性“Table Top Roll Angle”缺失）

Attribute 'Surface Entry point' is missing（属性“Surface Entry point”缺失）

Attribute 'Source To Surface Distance' is missing（属性“Source To Surface Distance”
缺失）

DICOM RT 剂量（剂量体积）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due to failed validation.Source: xxxx（由于验证失败，不

能导入剂量体积。来源：xxxx）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Frame Of Reference is not available.（不能导入剂量体
积，因为参照框不可用。）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only supported Dose Unit is 'GY' (and not xxxx).
（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仅支持剂量单位“GY” [而非 xxxx]。）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only supported Dose Type is 'PHYSICAL' (and not
xxxx).（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仅支持剂量类型“PHYSICAL” [而非 xxxx]。）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spatial orientation of the dose planes
cannot be found (Grid Frame Offset Vector is not present).（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找不
到剂量平面的空间方位 [不存在网格框偏移矢量]。）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DICOM RT Dose message is invalid (Frame
Increment Pointer should point to the Grid Frame Offset Vector).（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
为 DICOM RT 剂量消息无效 [框增量指针应当指向网格框偏移矢量]。）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only Dose Summation Types 'PLAN' and
'MULTI_PLAN' are supported (and not xxxx).（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仅支持剂量求和类型

“PLAN”和“MULTI_PLAN” [而非 xxxx]。）

Coordinate systems of Dose Volume and DICOM RTPlan cannot be verified as the reference
to the RTPlan is missing.（不能验证剂量体积和 DICOM RTPlan 的坐标系统，因为缺失对
RTPlan 的参照。）

The correct relation between the coordinate systems of the Dose Volume and the RTPlan
cannot be verified as xxxx RTPlan object(s) are referenced.For the Dose Summation Type
xxxx exactly one DICOM RTPlan object shall be referenced.（不能验证剂量体积和 RTPlan

的坐标系统间的正确关系，因为参照了 xxxx RTPlan 对象。对于剂量求和类型 xxxx，应当仅参照
一个 DICOM RTPlan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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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ct relation between the coordinate systems of the Dose Volume and the RTPlan
cannot be verified as xxxx RTPlan object(s) are referenced.For the Dose Summation Type
'MULTI_PLAN' at least two DICOM RTPlan objects shall be referenced.（不能验证剂量体积
和 RTPlan 的坐标系统间的正确关系，因为参照了 xxxx RTPlan 对象。对于剂量求和类型
“MULTI_PLAN”，应当参照至少两个 DICOM RTPlan 对象。）

The DICOM RT Dose object cannot be imported due to an unexpected internal error.（不能
导入 DICOM RT 剂量对象，因为出现了意外的内部错误。）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dose planes are not equidistant.（不能导入剂
量体积，因为剂量平面并非等距离。）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DICOM RT Dose message is invalid (Pixel
Representation does not equal '0').（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 DICOM RT 剂量消息无效 [像
素值不等于“0”]。）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DICOM RT Dose message is invalid (Dose Grid
Scaling is not greater than '0').（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 DICOM RT 剂量消息无效 [剂量
网格缩放不大于“0”]。）

The DICOM RT Dose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created from the
imported data.（不能导入 DICOM RT 剂量，因为不能从所导入的数据中创建剂量体积。）

Spatial location of Dose Matrix is outside the limit of the referenced image series.
（剂量矩阵的空间位置超出参照影像系列的限制范围。）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as no image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ordinate
system can be found.（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找不到具有相应坐标系统的影像。）

The Dose Volume cannot be imported due to an unexpected internal error.See the log
file for details.（不能导入剂量体积，因为出现了意外的内部错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日
志文件。）

More than one appropriate image series was found that matches the Dose Volume.As
reference for the Dose Volume the best image series (xxxx) was selected.（找到多个与剂

量体积匹配的适当影像系列。作为剂量体积的参照，选择了最佳影像系列 [xxxx]。）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source and target coordinate systems cannot be
identified.（不能导入配准，因为不能确定源和目标坐标系统。）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source coordinate system cannot be identified.（不
能导入配准，因为不能确定源坐标系统。）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wo coordinate systems are expected in the
Registration object.（不能导入配准，因为在配准对象中要求两个坐标系统。）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one or both of the corresponding image series
(Frame of Reference) are not found.（不能导入配准，因为找不到相应影像系列 [参照框] 中
的一个或全部两个。）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one (source) of the corresponding image series
(Frame of Reference) is not found.（不能导入配准，因为找不到相应影像系列 [参照框] 中的
其中一个 [源]。）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one (target) of the corresponding image series
(Frame of Reference) is not found.（不能导入配准，因为找不到相应影像系列 [参照框] 中的
其中一个 [目标]。）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root image series cannot be identified.（不能导
入配准，因为不能识别根影像系列。）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registration between the coordinate systems
cannot be established.（不能导入配准，因为不能建立两个坐标系统之间的配准。）

Registration with a problem found (transformation matrix has an inversion issue).（配
准时出现问题 [转换矩阵出现反转问题]。）

Registrations found that describe a chain between image series.（找到说明影像系列间链
接的配准。）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it contradicts another registration.The image
fusion between xxxx and xxxx is imported (image fusion: xxxx, xxxx).（不能导入配

准，因为它与其它配准相矛盾。导入了 xxxx 和 xxxx 之间的影像融合 [影像融合：xxxx、
xxxx]。）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Transformation Matrix cannot be found in the
Registration object.（不能导入配准，因为在配准对象中找不到转换矩阵。）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 image series are
identical.（不能导入配准，因为源和目标影像系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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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either source or target coordinate system cannot be
created.（不能导入配准，因为不能创建源或目标坐标系统。）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due to an internal error（不能导入配准，因为发生了内部
错误）

Registration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fusion matrix is not orthogonal.（不能导入配
准，因为融合矩阵并非正交。）

The DICOM Registration object between image series xxxx, xxxx and image series xxxx,
xxxx does not reference all images instances of the registered image series.（影像系列

xxxx、xxxx 和影像系列 xxxx、xxxx 之间的 DICOM 配准对象未参照所配准影像系列的所有影像实
例。）

The DICOM Registration object between image series xxxx, xxxx and image series xxxx,
xxxx references image instances which cannot be found.（影像系列 xxxx、xxxx 和影像系列

xxxx、xxxx 之间的 DICOM 配准对象参照的影像实例无法找到。）

The DICOM Registration object between image series xxxx, xxxx and image series xxxx,
xxxx does not fulfill the IHE-RO recommendations as no image instances are
referenced.Therefore the imported Image Fusion may be potentially wrong.（影像系列
xxxx、xxxx 和影像系列 xxxx、xxxx 之间的 DICOM 配准对象不满足 IHE-RO 建议，因为未参照任
何影像实例。因此，所导入的影像融合可能错误。）

The DICOM Registration object between coordinate system xxxx and coordinate system
xxxx does not fulfill to IHE-RO recommendations (only the source coordinate system is
stored in the registration matrix).Therefore the Image Fusion is not imported.（坐标系
统 xxxx 和坐标系统 xxxx 之间的 DICOM 配准对象不满足 IHE-RO 建议 [仅源坐标系统存储在配
准矩阵中]。因此，未导入影像融合。）

The DICOM Registration object with the coordinate system xxxx cannot be imported, as
it has identical Frame of Reference UIDs for the source and the target.This is not
IHE-RO conform.（不能导入坐标系统为 xxxx 的 DICOM 配准对象，因为源和目标的参照框 UID
相同。这不符合 IHE-RO。）

Internal error.The registration cannot be loaded.See logfile for details.（内部错误。
不能加载配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日志文件。）

The DICOM Registration object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dicom headers of the
referenced image series are missing.See logfile for details.（不能导入 DICOM 配准对
象，因为所参照影像系列的 DICOM 标题缺失。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日志文件。）

DICOM RT Structure Set

Imported RT Structure Set is inconsistent, as referenced image instances for contour
object xxxx are incorrect.Therefore, it cannot be verifie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tour and images is correct.（所导入的 RT 结构集不一致，因为轮廓对象 xxxx 的参照影像
实例不正确。因此，不能验证轮廓和影像之间的关系是否正确。）

Inconsistent reference to coordinate system found for contour object xxxx.（对于轮廓对

象 xxxx，找到不一致的坐标系统参照。）

Contour cannot be imported as no contour data can be found.（不能导入轮廓，因为找不到
轮廓数据。）

Some objects are missing in contour data.（轮廓数据中的某些对象缺失。）

Contour data is located outside of the referenced image.（轮廓数据位于所参照影像以外的
位置。）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because some of its objects are referencing
a non-orthogonal image series.（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某些对象参照非正
交影像系列。）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because some of its objects are referencing
an incomplete image series.（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某些对象参照不完整的
影像系列。）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because some of its objects are either
referencing an image series that is either not orthogonal or not complete.（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某些对象参照非正交或不完整的影像系列。）

Contour cannot be imported as contour offset is not supported.（不能导入轮廓，因为不支
持轮廓偏移。）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as it does not contain a Structure Set ROI
Sequence.（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其中不包含结构集 ROI 序列。）

Only following ROI Interpreted Types are supported: PTV, EXTERNAL and AVOIDANCE.（仅支
持以下 ROI 解读类型：PTV、EXTERNAL 和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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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our object cannot be imported as Contour Data is inconsistent.（不能导入轮廓对象，
因为轮廓数据不一致。）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re are more contours specified than
actually defined.（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指定的轮廓数量多于实际定义的轮
廓数量。）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as a mismatch in the DICOM message was
detected (the numbers of ROI contour definitions and ROI observation specifications do
not match).（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在 DICOM 消息中探测到不匹配 [ROI 轮
廓定义和 ROI 观察规范的数量不匹配]。）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contour data is not located on the
related image plane.（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轮廓数据不在相关的影像平面
上。）

DICOM RT Structure Set cannot be imported as contours cannot be uniquely identified
(the ROI Number is not unique).（不能导入 DICOM RT Structure Set，因为无法唯一识别轮廓
[ROI 编号不唯一]。）

Contour object xxxx has a Frame of Reference which does not match any known image
Frame of Reference.（轮廓对象 xxxx 具有一个参照框，该参照框与任何已知影像参照框不匹
配。）

Contour object cannot be imported as the ROI Number is not well-defined (not a
number).（不能导入轮廓对象，因为未正确定义 ROI 编号 [非数字]。）

Contour object has no defined color, therefore the default color is used.（轮廓对象没
有定义的颜色，因此使用了默认颜色。）

Contour object cannot be created as no contour data is available.（不能创建轮廓对象，
因为没有可用的轮廓数据。）

Contour object cannot be created as it is not of type CLOSED_PLANAR.（不能创建轮廓对
象，因为类型并非 CLOSED_PLANAR。）

Contour object is missing the ROI name - setting a default value.（轮廓对象缺失 ROI 名
称 - 设置默认值。）

No corresponding entry found in StructureSetROISequence, ROIContourSequence or
RTROIObservationsSequence for a ROI xxxx .Object can't be imported.（对于 ROI xxxx，在

StructureSetROISequence、ROIContourSequence 或 RTROIObservationsSequence 中，找不到相
应条目。不能导入对象。）

There must be exactly three values to define a point.（要定义点，必须刚好有三个值。）

Registration in an RT Structure Set are not supported.Cancel import.（不支持在 RT 结构
集中进行配准。取消导入。）

There are more images defined in the sliceset than referenced in the Structure Set.
（在切层集中定义的影像多于在结构集中参照的影像。）

ROI Name is too long.（ROI 名称太长。）

ROI Name xxxx used multiple times.（ROI 名称 xxxx 已多次使用。）

The Structure Set Label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missing.As this attribute is
required a default value is set and the import continues.（DICOM 消息中指定的结构集标
签缺失。因为此属性必需要设置默认值，然后导入继续。）

The Structure Set Label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too long (>16
characters).The Structure Set Label will be shortened accordingly in case of export.
（DICOM 消息中指定的结构集标签过长 [> 16 个字符]。在导出时，结构集标签将相应缩短。）

The Structure Set Label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empty.As this attribute is
required a default value is set and the import continues.（DICOM 消息中指定的结构集标
签为空。因为此属性必需要设置默认值，然后导入继续。）

The Structure Set Name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is too long (>64 characters).The
Structure Set Name will be shortened accordingly in case of export.（DICOM 消息中指定
的结构集名称过长 [> 64 个字符]。在导出时，结构集标签将相应缩短。）

The Structure Set Date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has an unexpected length (should
contain exactly 8 digits).（DICOM 消息中指定的结构集日期长度不符合预期 [应当恰好包含 8
位]。）

The Structure Set Date attribute is missing in the DICOM message.According to the
DICOM Standard the attribute shall be present.（DICOM 消息中的结构集日期属性缺失。根据
DICOM 标准，该属性应当存在。）

The Structure Set Date is not well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 Set message.（在结构集消息
中未正确定义结构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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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e Set Time specified in the DICOM message has an unexpected length (> 16
digits).（DICOM 消息中指定的结构集时间长度不符合预期 [> 16 位]。）

The Structure Set Time attribute is missing in the DICOM message.According to the
DICOM Standard the attribute shall be present.（DICOM 消息中的结构集时间属性缺失。根据
DICOM 标准，该属性应当存在。）

The Structure Set Time is not well defined in the Structure Set message.（在结构集消息
中未正确定义结构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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